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Ｏ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107年6月15日(星期五)上午9時正 

 
地  點：悅來國際會議中心近悅廳(新北市汐止區新台五路一段99號4樓) 

 
出  席：出席股數 1,831,218,514 股，佔已發行流通在外股數 3,054,693,833 股(已扣除依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之無表決權股數 21,808,995 股)之 59.9% 

 
出席董事：陳俊聖、施振榮、宏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葉紫華、黃少華 

智星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彭錦彬及徐清祥 
 

主席：陳俊聖董事長                          記錄：張鉅靈 

 

出席股東代表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主席致開會詞(略) 

 
 
一、報告事項 
(一) 民國106年度營業報告。 

說明：民國106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說明：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三) 修訂董事會議事規則報告。 

說明：配合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 106 年 7 月 2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060027112 號令修正「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本公司於民國 106

年 8 月 10 日董事會，通過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

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 

 

(四) 民國106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一)本公司民國106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業經民國107年3月21日董事

會決議通過，上述酬勞皆以現金方式發放。  

(二)本公司民國106年度員工酬勞總金額為新台幣121,048,749元。  

(三)本公司民國106年度董事酬勞為新台幣4,262,925元。 



  

二、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民國106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承認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106年度財務報表(含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等)，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惠貞及唐慈杰會計師

查核完竣。 

        二、民國106年度營業報告書及上述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四，均已

經審計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三、謹請承認。 

決  議：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31,218,514權(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926,737,228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1,624,161,934權(含電子投票720,721,802權) 88.69% 

反對權數406,988權(含電子投票406,988權) 0.02% 

廢票權數206,649,592權(含電子投票205,608,438權) 11.2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民國106年度盈餘分派討論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106年期初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以下同) 0元，加上民國106年

度稅後淨利2,815,586,887元，並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281,558,689元，

及提列特別盈餘公積2,534,028,198元後，期末未分配盈餘為0元。 

二、本期不分配股東股息紅利。 

三、茲檢附盈餘分配表如後。 

四、謹請討論。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 106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期初未分配盈餘 0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2,815,586,887 

減：法定盈餘公積提列  (281,558,689) 

減：特別盈餘公積提列 (2,534,028,198)  

期末未分配盈餘  0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決  議：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31,218,514權(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926,737,228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1,634,304,047權(含電子投票730,864,915權) 89.24% 

反對權數482,039權(含電子投票481,039權) 0.03% 

廢票權數196,432,428權(含電子投票195,391,274權) 10.73%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 

案  由：資本公積發放現金討論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41 條之規定，本公司擬以超過票面金額發行普通股溢價之資

本公積新台幣 2,153,551,980 元分配現金，按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股東

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數，暫訂每股配發新台幣 0.7 元(每位股東發放計算

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並將捨去金額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二、本次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前，如因法令變更、主管機關要求或流通在

外股份數量異動時，致使股東配發現金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提請股

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三、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訂定本次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 

四、謹請討論。 

決  議：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31,218,514權(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926,737,228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1,634,473,272權(含電子投票730,901,123權) 89.25% 

反對權數539,101權(含電子投票463,015權) 0.03% 

廢票權數196,206,141權(含電子投票195,373,090權) 10.7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股東發言：股東戶號0499794就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提問及表示意見，業經主席

與其指定人員予以說明回覆。 

 

第四案 

案  由：配合子公司未來申請股票上市(櫃)計畫，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或從屬公司得分

次辦理對該子公司釋股作業暨放棄參與該公司之現金增資計畫。(董事會提) 

說  明：一、為持續推動宏碁集團轉型計畫，配合子公司宏星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安碁

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宏碁智通股份有限公司、安圖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宏碁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展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智聯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 (以下合稱「計畫上市(櫃)子公司」)之營運發展、吸引與留任人才、

整合集團內外部資源與引進策略性投資人或財務性投資人，暨規劃未來申



  

請股票上市(櫃)之股權分散事宜，擬在維持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或從屬公

司(以下合稱「本公司暨關係企業」)對該計畫上市(櫃)子公司控制力(如本

案說明三)之情形下，於計畫上市(櫃)子公司於上市(櫃)前一次或分次辦理

現金增資發行新股(如有)時，本公司暨關係企業得辦理釋股及/或放棄認購

全部或部分股份，並得依下列方式一次或分次處分其所持有計畫上市(櫃)

子公司之部份股份﹕ 

1. 放棄認購現金增資部份： 

計畫上市(櫃)子公司現金增資發行價格應不低於各該子公司決議現金增

資之董事會前，各該公司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

每股淨值。考量其營運發展、吸引及留任專業人才以達提高經營績效之

目的，除依法保留現金增資股數10%~15%由該計畫上市(櫃)子公司員工

認購以及依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1與相關法令規定應全數提撥辦理公開

發行與承銷外，本公司暨關係企業得放棄認購各該計畫上市(櫃)子公司

現金增資之股份，並促請該計畫上市(櫃)子公司在放棄認購股數範圍內

以洽特定人認購之方式，對本公司符合資格之股東、本公司暨關係企業

之員工及對各該計畫上市(櫃)子公司營運發展有助益之策略性投資人或

財務性投資人為原則，提出認購要約；其中本公司符合資格之股東係指

可認購各該計畫上市(櫃)子公司時，本公司最近一次停止過戶日之股東

名簿記載之股東，且依其所載持股數按比例計算得認購各該計畫上市

(櫃)子公司現增新股股數達壹仟股(含)以上者(屆時本公司股東得依相關

辦法辦理拼湊)。惟實際現金增資發行價格、特定人之洽定及作業時程

等事宜應以各該計畫上市(櫃)子公司董事會之決議為準。 

2. 處分持有計畫上市(櫃)子公司之股份： 

本公司暨關係企業處分計畫上市(櫃)子公司之價格應不低於決議處分各

該公司股份之董事會前，計畫上市(櫃)子公司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簽

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每股淨值(但如該股票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者，

應依當時市價定之)。考量計畫上市(櫃)子公司營運發展、吸引及留任專

業人才以達提高經營績效之目的，本公司暨關係企業處分所持有計畫上

市(櫃)子公司股份之交易相對人，將以計畫上市(櫃)子公司員工、本公

司暨關係企業員工及對計畫上市(櫃)子公司營運發展有助益之策略性投

資人或財務性投資人為原則。其實際交易價格、交易相對人之洽定及作

業時程等事宜，擬提請股東會授權本公司董事會依當時市場狀況及各該

計畫上市(櫃)子公司營運情形等訂定之，並按本公司當時之取得或處分

資產處理程序規定辦理。 

二、未來計畫上市(櫃)子公司申請登錄興櫃或上市(櫃)相關作業所需釋股，本

公司暨關係企業應依相關法令及上市(櫃)相關規範提撥股票供券商認購及

過額配售等作業程序，提撥股數與價格則依相關法令及上市(櫃)相關規範、

當時市場狀況以及各該計畫上市(櫃)營運情形與承銷商共同議定之。 



  

三、辦理完成上述之釋股及/或放棄現金增資認購作業後，本公司暨關係企業

對計畫上市(櫃) 子公司之直接或間接綜合持股比例，於其上市(櫃)掛牌時，

仍應不低於50%，以保持控制力及發揮集團綜效。 

四、以上辦理計畫上市(櫃)子公司之釋股及/或放棄現金增資認購等相關事宜，

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五、謹請討論。 

 決  議：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831,218,514權(含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926,737,228權)，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結果 佔出席股東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1,632,111,502權(含電子投票728,747,456權) 89.12% 

反對權數1,149,429權(含電子投票1,149,429權) 0.06% 

廢票權數197,957,583權(含電子投票196,840,343權) 10.8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股東發言：股東戶號0499794就認購各計畫上市(櫃)子公司方式提問及表示意見，

業經主席予以說明回覆。 

 

三、臨時動議 

股東發言：股東戶號 0499794、0726048 等分別就公司未來發展方向、競爭者、財務資

訊、子公司未來申請股票上市(櫃)計畫等方面提問及表示意見，業經主席予以說明回覆。 

 
四、散  會(當日上午 10時) 

 
註：本議事錄僅摘錄會議要旨，詳細內容以現場錄音、錄影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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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 

宏碁創立超過 40 年，經過了兩次再造與如今持續進行的轉型過程，營運上逐漸見到成

績：我們的營業收入第一季 560.52 億元、第二季 536.04 億元、第三季為 605.79 億元、

到第四季 670.39 億元，全年的合併營收達到了 2,372.75 億元，逐季上升的營運績效，

顯示公司上下一心、齊心走在正確的軌道積極轉型，努力再創佳績。 

 

宏碁 PC 核心產品的事業根基相當穩定，全球三大區域總部營收占比：泛歐 39.7%;泛美

28.7%;泛亞 31.6%(2017 全年資料)，經過依照消費者地區性需求打造的產品組合計畫，

全年毛利已穩定保持兩位數，在在證明宏碁持續獲利的營運動能。此外，宏碁與旗下子

公司建碁在數位電子看板領域，將以相輔相成、達到最大綜效的目標彼此合作；宏碁近

兩年投入虛擬實境產業（Virtual Reality, VR），子公司宏星技術（StarVR）已將市場開拓，

與合作夥伴於美國、日本與杜拜等地，正式開始營運；而在具有相當發展潛力的人工智

慧與深度學習領域，子公司安圖斯也已展開佈局，積極投入。 

 

針對包含 BYOC 與雲端等新事業的規劃，宏碁持續強化與深化物聯網領域的盟友合作，

並兼以多元型態的服務整合型產品領域，經過努力經營，逐漸嶄露頭角、並獲得國際獎

項的肯定，如智慧交通領域的子公司宏碁智通之智慧路邊停車系統，即榮獲 2018 年度

全球資通訊科技應用傑出貢獻獎之傑出企業科技獎（Global ICT Excellence Award- Private 

Sector Excellence）；專精於企業資訊安全的子公司安碁資訊，亦通過全國認證基金會(TAF)

國際 ISO17025 測試實驗室認證，成為全台唯一 SOC(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自建數位

鑑識中心。宏碁在創新方向的新事業上，給予相當大的營運空間，希望旗下的各事業單

位和子公司，積極開拓市場、擴展業務，能夠穩定營運之外，並踏向獲利起飛之道。 

 

宏碁除了在營運上積極努力之外，並持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連續多年獲得國際上全球

重要永續指數的重要肯定：宏碁連續四年進入道瓊永續新興市場指數(DJSI Emerging 

Market)、摩根史坦利全球永續指數(MSCI Global Sustainability Indexes)，連續兩年進入

2016 年新發布的富時責任新興市場指數(FTSE4Good Emerging Index)，對於如此成績，宏

碁除了感到榮幸之外，依舊秉持認真經營的態度，戮力以赴、再求貢獻，善盡社會企業

責任。 

 

宏碁團隊以提升品牌認知與形象塑造做為策略，以營運績效和積極獲利作為目標，上下

一心、齊心努力，持續組織調整與轉型、面對挑戰克服困難。感謝來自股東對我們的支

持，創造宏碁的營運信心與能量，我們對未來滿懷信念與熱情，將讓 Acer 集團發光發

亮。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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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 106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之議案等，其中財務

報表業經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惠貞及唐慈杰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

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

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4 及公司法第 219條規定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徐清祥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3  月  2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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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宏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第七條 

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

事會討論： 

(一)  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

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

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

不在此限。 

(三)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

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

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 

(四)  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

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

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

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

主管之任免。 

(七)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

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

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

認。 

(八)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第七條 

一、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應提董

事會討論： 

(一)  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  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

財務報告。但半年度財

務報告依法令規定無須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者，

不在此限。 

(三)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內

部控制制度。 

(四)  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六

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

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

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

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

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

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

主管之任免。 

(七)  對關係人之捐贈或對非

關係人之重大捐贈。但

因重大天然災害所為急

難救助之公益性質捐

贈，得提下次董事會追

認。 

(八)  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

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

配合行政院

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民

國106年7月

28日金管證

發字第

1060027112

號令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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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

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

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

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

項。 

二、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

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

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

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

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

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

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三、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董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

前追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

會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四、 依第一項規定應提交董事會

討論之事項，除有突發緊急

情事或正當理由外，並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五、 本公司如設有獨立董事時，

有關本規則之適用，若法令

另有特別規定者，則應依該

特別規定辦理，且應有至少

一席獨立董事親自出席董事

會；且對於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三應經第一項應提董

事會決議事項，應有全體獨

立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

獨立董事如無法親自出席應

或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

席。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

或董事會決議事項或主

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

項。 

 

二、 前項第(七)款所稱關係人指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所規範之關係人；所稱對

非關係人之重大捐贈，指每

筆捐贈金額或一年內累積對

同一對象捐贈金額達新臺幣

一億元以上，或達最近年度

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告營

業收入淨額百分之一或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五以上者。 

三、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董

事會召開日期為基準，往前

追溯推算一年，已提董事會

決議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四、 依第一項規定應提交董事會

討論之事項，除有突發緊急

情事或正當理由外，並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

時動議提出。 

五、 本公司如設有獨立董事時，

有關本規則之適用，若法令

另有特別規定者，則應依該

特別規定辦理；且對於證券

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三應經董

事會決議事項，獨立董事應

親自出席或委由其他獨立董

事代理出席。獨立董事如有

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如獨立董事

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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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

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

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

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

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對或保留意見者，除有正當

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

見，並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於民國 95年 12月 29日董事

會訂定   (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 106 年 8 月 10

日。 

第二十一條 

本規則於民國 95年 12月 29日董事

會訂定  (略) 

增列修訂日

期(以董事會

通過之日期

為準) 

 










































